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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兩會聚聚焦焦
的士改革篇

今今年以來年以來，，瀋陽瀋陽、、南南
京京、、濟南濟南、、長春長春、、

成都等多個內成都等多個內地城市連續出地城市連續出
現的士罷運事件現的士罷運事件。。部分的士司部分的士司
機認為專車約車軟件搶了他們機認為專車約車軟件搶了他們
的的「「飯碗飯碗」，」，讓本來就不高的收讓本來就不高的收
入再打折扣入再打折扣，，因此以罷運表達不因此以罷運表達不
滿滿。。迫於壓力迫於壓力，，不少地方交管部門不少地方交管部門
向專車發出禁令向專車發出禁令，，明確私家車參與明確私家車參與
專車運營屬於違法專車運營屬於違法，，將按將按「「黑車黑車」」
從重處罰從重處罰，，並追繳違法並追繳違法所得所得。。
地方交管部門的表態地方交管部門的表態，，似乎平息了的似乎平息了的

士司機的憤怒士司機的憤怒，，但卻引發了輿論對這一但卻引發了輿論對這一
行業壟斷體制的聲討行業壟斷體制的聲討。。輿論觀點認為輿論觀點認為，，的的
士行業的壟斷不僅直接導致了城市打車士行業的壟斷不僅直接導致了城市打車
難難，，而且高額的而且高額的「「份子錢份子錢」」也也「「綁架綁架」」了的了的
士司機士司機。。而的士公司卻可以毫不費力就日進而的士公司卻可以毫不費力就日進
斗金斗金，，成為這一壟斷體制的最大受益者成為這一壟斷體制的最大受益者。。
今年兩會今年兩會，，不少代表委員就對打破的士壟不少代表委員就對打破的士壟

斷頻頻發聲斷頻頻發聲。。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吉利集團董事
長李書福指出長李書福指出，，打破的士行業壟斷關鍵還是打破的士行業壟斷關鍵還是
要打破的士牌照的壟斷式管理要打破的士牌照的壟斷式管理，，實行完全市實行完全市
場化場化，，將的士數量的配置徹底交還給市場將的士數量的配置徹底交還給市場，，
直接向符合准入的一線司機開放的士經營直接向符合准入的一線司機開放的士經營
權權，，允許他們繞過允許他們繞過「「坐收漁利坐收漁利」」的的士公的的士公
司司，，通過向政府交納一定的運營管理費用和通過向政府交納一定的運營管理費用和
公共資源佔有費用公共資源佔有費用，，直接向市民提供服務直接向市民提供服務。。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律師施傑認為四川律師施傑認為，，的的

士行業應該仿效目前各級政府在個體工商士行業應該仿效目前各級政府在個體工商
登記簡政放權的做法登記簡政放權的做法，，減少中間環節減少中間環節，，減減
少對末端從業者的盤剝少對末端從業者的盤剝，，允許公司和個人允許公司和個人
直接申請牌照直接申請牌照，，讓行業實現市場調節讓行業實現市場調節。。
「「市場如果真的飽和了市場如果真的飽和了，，就沒有人會來申就沒有人會來申
請了請了，，測算人口規模配給的士數量的做法測算人口規模配給的士數量的做法
已經過時已經過時。」。」

改革方案最快上半年出台改革方案最快上半年出台
對於的士改革對於的士改革，，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

在兩會期間回應稱在兩會期間回應稱，，交通運輸部已經對此交通運輸部已經對此
進行了三輪的深入調研進行了三輪的深入調研，，黨組研究意見已黨組研究意見已
經完成經完成。。主體的思路是主體的思路是，，將使用者將使用者、、經營經營
者者、、互聯網企業等多種主體的利益協調互聯網企業等多種主體的利益協調
好好，，用一個最大的公約數用一個最大的公約數，，使得的士管理使得的士管理
走向正確軌道走向正確軌道。「。「如果進展順利的話如果進展順利的話，，今今
年上半年就有可能公佈改革方案年上半年就有可能公佈改革方案」。」。
事實上事實上，，這並非官方首次表態要推動的這並非官方首次表態要推動的

士領域改革士領域改革。。此前此前，，朱鎔基和溫家寶兩任朱鎔基和溫家寶兩任
總理都對打破的士壟斷有批示總理都對打破的士壟斷有批示，，但改革迄但改革迄
今未見邁出實質性步伐今未見邁出實質性步伐。。一位全國人大代一位全國人大代
表就直言表就直言「「壟斷了這麼多年壟斷了這麼多年，，早已形成了早已形成了
一張根深蒂固的利益網一張根深蒂固的利益網，，誰捨得放開誰捨得放開？」？」

改革還需中央與地方合力改革還需中央與地方合力
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綜合交通研究院院長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綜合交通研究院院長

張國華向本報坦言張國華向本報坦言，，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對打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對打
破的士壟斷仍在觀望破的士壟斷仍在觀望，，一方面來自於地方的一方面來自於地方的
士既得利益集團通常在地方具有較強影響士既得利益集團通常在地方具有較強影響
力力，，為政府造成了一定壓力為政府造成了一定壓力；；另一方面也來另一方面也來
自於作為重點維穩群體之一的的士司機群體自於作為重點維穩群體之一的的士司機群體
在維護自身利益過程中給政府帶來的壓力在維護自身利益過程中給政府帶來的壓力。。
「「的士改革還需要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士改革還需要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

的合力才能成功的合力才能成功」，」，張國華建議張國華建議，「，「中央中央
可以拿出更明確的行動可以拿出更明確的行動，，例如制定試點城例如制定試點城
市推進的士改革市推進的士改革，，給地方主政者以信心和給地方主政者以信心和
激勵激勵；；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應放眼長遠地方政府應放眼長遠，，
在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下在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下，，在進一在進一
步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步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理清政府與市理清政府與市
場關係的改革深水期場關係的改革深水期，，的士行業的成功改的士行業的成功改
革勢必成為全國的亮點與參考革勢必成為全國的亮點與參考，，也將成為也將成為
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績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績。」。」

今年伊始今年伊始，，的士司機罷工潮先後的士司機罷工潮先後

在內地多個大城市相繼發生在內地多個大城市相繼發生。。面對面對

專車預約軟件競爭專車預約軟件競爭，，的士司機選擇的士司機選擇

集體罷運來抗議利益的集體罷運來抗議利益的「「蛋糕蛋糕」」

受到侵蝕受到侵蝕。。而在市場化思維而在市場化思維

下孕育的私家車下孕育的私家車「「加盟加盟」」

專車模式專車模式，，被扣上非法被扣上非法

運營的帽子運營的帽子，，遭到多遭到多

地交管部門的查地交管部門的查

處處。。今年今年「「兩會兩會」，」，不少代表委員聚焦的士壟不少代表委員聚焦的士壟

斷問題斷問題，，呼籲的士改革應還權於市場呼籲的士改革應還權於市場。。專專

家指出家指出，，移動互聯網時代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士公司壟的士公司壟

斷經營制度建立的基礎已不復存在斷經營制度建立的基礎已不復存在，，

是時候打破的士行業壟斷了是時候打破的士行業壟斷了。。中央中央

可以考慮制定試點城市可以考慮制定試點城市，，突破現突破現

有制度的特權有制度的特權，，鼓勵探索優選鼓勵探索優選

的改革路徑的改革路徑。。地方政府也應地方政府也應

該頂住既得利益集團的壓該頂住既得利益集團的壓

力力，，順應時代發展順應時代發展。。

的士行業
的 壟 斷 問
題，多年來
飽受爭議。
張國華向本

報指出，這主要是由於的士行業實現
的數量管制造成牌照稀缺，同時牌照
發放在大部分地區都來自行政審批，
其流程及決策皆不夠透明，這造成了
的士牌照難以獲取。在內地許多地
方，的士牌照都被炒到了幾十萬（人
民幣，下同）的高價，這就形成了的
士公司僅通過運營牌照即可獲取高額
利潤的畸形行業特徵。

張國華說，目前，中國的的士管制
有數量管制、價格管制及質量管制三
類。首先，地方政府通過發放的士運
營許可證（即俗稱的「的士牌照」）
對地方的的士數量進行限制。其次，
政府通過制定的士價格標準對的士進
行價格管制。最後，通過《出租汽車
經營服務管理規定》及各地方的相關
法規對的士的服務質量進行管制。張
國華還表示，一方面由於這一行業的
自身特性，決定了的士行業存在「市
場失靈」，無法通過市場這隻「看不
見的手」自行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另
一方面，在《城市公共交通分類標準
（CJJ/T114—2007）》中，「出租汽
車」與「常規公共汽車」、「地鐵系
統」並列，屬於「城市道路公共交
通」大類下的一個中類。通常，的士

被認為是城市公共交通中的輔助公共
交通系統。因此，管制也是出於保障
和監督服務質量。

互聯網約車撬開壟斷一道縫
張國華坦言，現有的的士體制已經

造成了政府、的士司機、消費者「三
輸」，而唯有的士公司「一贏」的局
面。不過，隨着移動互聯網的興起，
打破的士壟斷目前已經具備了一個很
好的契機。他指出，移動互聯網約車
模式，有效解決了的士行業過去存在
的信息不對稱、服務無效性等問題，
這讓傳統監管體制和的士公司壟斷經
營制度建立的基礎不復存在。

對於的士改革方面，張國華建議，一
是應該放鬆管制，讓市場機制可以充分
發揮效用，滿足居民出行多層次的需
求；二是應該順應市場發展，盡快將移
動互聯網專車服務納入監管體系，結束
當前的專車運營在監管灰色地帶的局
面；三是制定嚴格的服務標準；四是注
意信息安全的保障，需要有全面、具
體、合理的規定。

牌照數量管制
成暴利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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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專車的出現，撬動了的
士壟斷的冰山一角，但改革顯
然不能一蹴而就。針對專車，
交通部明確表態，肯定專車的
積極作用，但考慮到安全等問
題，禁止私家車接入平台參
與經營。業內人士認為，專
車發展的核心是共享經濟，
禁止私家車參與或將專車逼
入「死胡同」。專家則認
為，如何更好地發揮私家車
在城市運輸中的作用，將是
今後交通服務改革創新的重
點，私家車參與專車運營的合
法化只是時間的問題。
所謂專車，即通過移動互聯

網技術，通常是手機APP，讓
原本封閉的需求能與供給方信息實時共享，實現
資源的優化配置，以緩解城市「打車難」的頑
疾。由於戳中市場痛點，專車服務一經推出就迅
速獲得市場認可。不少私家車主紛紛加盟專車隊
伍，使用專車服務的乘客也越來越多。
一位私家車車主徐先生向本報記者表示，加盟

專車並不是全職拉生意，只是上下班順便帶人，
每次也就三四十元錢的車費，扣除每單20%的平
台服務費，能賺點油錢。而常用專車服務的楊先
生告訴記者，現在打不到的士還可以叫專車，出
行多一種選擇不是壞事。而且專車裡給乘客備有
水、零食，服務比的士好。
不過，交通部門明確否定了私家車參與專車運

營，讓很多像徐先生這樣「賺點油錢」的想法落空
了。不少業內人士坦言，依靠移動互聯網發展起來
的專車，其核心是發揮了共享經濟的精神，所以否
定私家車加盟專車，將極大限制行業發展。

利用社會車輛緩解「打車難」
內地最早涉足專車服務之一的快的打車公共事

務高級總監葉耘表示，做專車的初衷是希望通過
新技術把社會上大量的閒置車輛資源利用起來，

如租賃車輛、家用車輛等，來緩解城市「打車
難」。
葉耘說，北京現有的的士數量接近6.7萬，這

個數字近十年沒有變過，而北京人口在過去五年
中就增加了四百萬。僅通過計劃性的的士市場配
置，很難滿足出行市場不斷增長的需求。專車的
出現實際上就是當政府提供的資源滿足不了市場
需求時，市場自己想的出路。
對於私家車是否應該被允許參與運營？葉耘表

示，在否定私家車加盟模式後，專車的來源主要
得依靠租賃車輛，但是內地的汽車租賃市場長期
處於和的士行業一樣的狀態，牌照有限。因此，
放開牌照管制，允許社會車輛在符合標準的情況
下備案准入，這或許是更符合全球化的趨勢。
張國華則指出，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和管理一直

在從計劃經濟思維向市場經濟穩步轉變，雖然現
階段允許私家車參與專車運營有一定難度，但城
市交通日益擁堵，私家車數量激增、佔用大量道
路資源卻使用率極低，因此在建立好服務監管體
系的情況下，把移動互聯網新技術與大量使用效
率低下城市的小汽車相結合，參與城市客運進行
服務創新已經箭在弦上。

除了溫州等極個別城市對個體經營者發放外牌照外，大部分城市的的士
牌照都只能由的士公司獲取。司機向的士公司租賃牌照，以北京為例，每
輛的士每月交5,000元人民幣左右的「份子錢」，佔近一半收入。
只要有能力投資買到的士牌照，市民個人或公司都可以作為主體自由進入

的士行業。的士牌照可進入市場自由買賣，價格也主要因應巿場需求而自行
調節。香港的車行每天都公佈最新的車牌價格行情，相當多的人把買牌照當
作長期投資。目前，車行每輛車每天的「份子錢」一般為600港元左右。
大概有2.5萬輛的士，其中2/3的司機擁有營運車輛和經營牌照，另外

1/3的司機租賃的士公司的車輛從事經營。倫敦的的士牌照不存在壟斷，
個人可以申請成為的士司機，但必須通過嚴格的「倫敦知識」考試，再經
過嚴格的體檢和個人經歷審查，才能獲得營業執照。倫敦的士的管理部門
是出租汽車司機協會。沒有「份子錢」的說法。
市政府對的士業實行運營價格、時間和方式等方面嚴格管制。獲得營運

資質的途徑可以從現有擁有者手中購買，也可以等待城市每隔3年至4年
一次的拍賣。但由於拍賣資質數量有限，目前市場上每個價格約70萬美
元左右。由於價格高昂，很多出租汽車司機只能向其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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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車有望變身合法專車私家車有望變身合法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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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

者 馬琳、彭凱雷

實習記者 彭彤

兩會報道

■快的打車公共事務高級總監葉耘表示，用專車來緩解城市「打車
難」，是市場自己想的出路。 資料圖片

■■「「兩會兩會」」期間期間，，不少代表委員呼不少代表委員呼
籲的士改革應還權於市場籲的士改革應還權於市場。。張國華張國華
認為認為，，移動互聯網約車模式移動互聯網約車模式，，有效有效
打破的士公司壟斷的經營制度打破的士公司壟斷的經營制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國華張國華 本報兩會傳真本報兩會傳真

■■李書福李書福 馬琳馬琳攝攝 ■■專家認為專家認為，，私家車參與專車運營的私家車參與專車運營的
合法化只是時間的問題合法化只是時間的問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